
1 
 

景文科技大學 10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榜單 

姓名 報考所別 正備取 

楊念真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正取 

林琨凱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正取 

黃尹聖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正取 

蔡昀諭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正取 

紀龍麟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正取 

楊捷全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正取 

謝欣樺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正取 

黃震陽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正取 

丁怡文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正取 

張雅雯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正取 

張異鈞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正取 

王麒南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正取 

黃瑞郎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宋書璟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韋良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邱建焜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彭璋陵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林迺仕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彭英祺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林長慶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劉聖文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憲章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許天蘭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陸鼎璿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游冠棠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游冠朋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施志宏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威宇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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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報考所別 正備取 

林俊益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莊詩弘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柯佳芬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曾千惠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彭美玲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王鵬程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吳淑玲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戴曉菁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周昱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何俊明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林金如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鄭淑寶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吳復強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王惠梅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賴瑞琅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高靜怡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李友順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馮宇柔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禇廷尉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吳青華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吳佩君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黃筑華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曾娉琦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彥年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1 

吳益龍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2 

蔡文塗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3 

黃秀玲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4 

高凌亞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5 

呂亦宸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6 

陳家鈴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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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兆民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8 

黃世宏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9 

謝佳賢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10 

黃美娜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11 

鄧昕瑜 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12 

吳念純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梁玥瑩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涂國雄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李孟聰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李佳欣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鐘耀德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邱文鑑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河仁傑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美君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俊宇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馮湘陵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徐慶安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邢穌玠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沈慧金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李品宜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柯成漢 文化產業與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備取 1 

戴宗輝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曾鈺惠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劉嘉翰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周文隆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婷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何啟文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陳晉卿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康原彰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李志豪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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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蕙心 環境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 
 

＊報到注意事項： 

一、 日間部碩士正取錄取生應於 101 年 5 月 29 日(二)上午 10:00～15:00 親自至本校

教務處辦理報到手續或以限時掛號辦理通訊報到(以當日郵戳為憑 23154 新北市

新店區安忠路 99號景文科技大學 日間部教務處註冊組收)。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錄取生應於 101 年 5 月 29 日(二)下午 17:00～晚上 20:30 親自至本校進修部

註冊組(行政大樓二樓)辦理報到手續或以限時掛號辦理通訊報到(以當日郵戳為

憑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 號景文科技大學 進修部註冊組收)。逾期未報

到者，以放棄錄取資格論。未依規定報到者，其缺額得由甄試備取生依序遞補。 

二、 備取生須待正取生放棄錄取資格後，本校將依備取生遞補順序電話通知可遞補之

備取生到校辦理報到手續，經通知報到備取生應依本校通知於規定日期內完成報

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以放棄錄取資格論。 

三、 報到時應繳交所附錄取報到單、學位（畢業）證書正本，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學

士學位證書者應於報到時填具切結書;應屆畢業生學位（畢業）證書正本應於 101

年 6 月 29 日（五）前補繳，逾期仍未繳交者，其缺額由一般招生考試備取生遞補；

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應屆畢業錄取生因特殊原因未能於 101 年 6 月

29 日(五)前補繳畢業證書，應主動向本校提出申請延後繳交畢業證書正本並附具體

證明及切結書，最遲應於本校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前繳交畢業證書正本，無

法如期繳交畢業證書正本者不得註冊，亦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四、 持外國學歷證件報考錄取生請親自到校辦理報到，報到時應繳驗下列文件正本：

1.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2.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一

份。3.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記錄或護照影印本(含出入境日期記錄)。 

五、 錄取生如欲報名其他入學考試，需於 101 年 6 月 1 日(五)前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若違反規定經查明後，即取消其錄取資格。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寫簡章附表六「放

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郵寄或親送至本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

何理由撤回，請考生慎重考慮。 

                                   景文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啟 


